
本报讯!首席记者 李 红 记

者 郭跃华"记者从郑州市政府法
制办获悉#为进一步规范自身行
为#郑州将对行政执法人员实行
绩效考核$ 考核中一项重要内容
就是#如果行政执法人员三次交
通违法#将取消执法资格$

考核中#首先是对行政执法
机关和行政执法机构实行执法
责任制情况%行政执法效果情况
等进行考核&其次是各级行政执
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构要加强
行政执法车辆管理$ 公务车辆出
现交通违法行为#除按照'关于
规范郑州市公职人员和公务车
辆交通行为的意见(对车辆进行
处理外#纳入车辆所属单位行政
执法机构绩效考核#出现一例违
规情况#扣减

!

分&出现三次或
者三次以上的# 一次扣减

"

分$

最后#行政执法人员出现交通违
法行为的#除按照'关于规范郑州
市公职人员和公务车辆交通行
为的意见(等规定处理外#出现一

次的#暂扣'河南省行政执法证(

一个月&出现两次的#暂扣'河南
省行政执法证(六个月#并列入重
点执法人员进行离岗离职封闭培
训&出现三次或者三次以上的#收
回'河南省行政执法证(#取消行
政执法资格$ 同时将违法行为及
处理情况记入行政执法人员档
案#与行政执法资格年审挂钩$

据介绍#绩效考核通过明察
暗访%调查问卷%法律知识测试
及走访管理相对人或人民法院
和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等方式#对
行政执法机构落实行政执法责
任制情况%执法主体执法人员资
格情况%行政执法巡查制度落实
情况%完成执法年度任务目标情
况%行政执法开展情况%执法效
果情况进行全方位评判$

另外#还将建立行政执法重
点人员培训制度$经培训仍不符
合行政执法要求的#取消行政执
法资格# 收回行政执法证件#调
离行政执法岗位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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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
月
!

日起#我省全面执行最新
的最低工资标准# 全省各类行政区月
最低工资标准全部上涨

!$%

元# 这对
于低收入人群是一件好事$ 但记者在
走访时发现# 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工资
没有上涨# 他们普遍担心政策的执行
力度不够$专家指出#要保障最低工资
标准的执行#需要政府部门主动执法$

低收入人群!

怕政策落实不到位
#

月
!

日起#我省全面执行最新
的最低工资标准#月最低工资标准由
现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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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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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# 上调幅
度超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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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增幅在全国属于中等
偏上#其中#郑州等一类行政区执行
每月

(%%

元的最低工作标准$新政策
出台#社会各界特别是与政策关系最
密切的低收入群体有什么样的反映#

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$

)从报纸和电视里看到
#

月
!

号
要涨工资#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涨$*郑
州市民李大爷担心政策执行不到位$

)近两年物价上涨的厉害#每月
的工资根本就不够花#提高最低工资
标准很有必要#也非常及时#但得有
人监督执行 # 怕到时候执行不到
位$ *在商场做销售员小张希望政府
部门认真落实最低工资标准$

对于这一利好政策的出台#在郑
务工人员反映最为强烈$ )提高最低
工资标准#对低收入人群来讲#无疑
是一件好事$ 但怎么样保障和监督
政策的实施 # 是我们最关心的事
情$ *采访中#很多被访者众口一词$

用工单位!

克扣员工福利转嫁成本"

上调最低工资标准# 对一些劳动

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冲击比较大$一位
经营餐饮企业的许女士说#他们那包吃
包住#如果把所有员工的工资都提高到
(%%

元#经济上会受到很大的损失$

郑州一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申柯
说#她有很多朋友都开有公司#最低
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他们企
业的运营成本#她的这些朋友都普遍
感到担忧$

在一家小型公司上班的张先生
表示#公司给他们涨了工资#但他担
心公司会因此而降低对员工的福利$

采访中# 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
的担心#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后#用工单
位是否会为了降低经营成本# 通过克
扣员工福利的方式#转嫁运营成本$

专家说法!

行政部门需主动执法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璞说#

最低工资标准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保
障机制#不管企业赢利与否#都得保
证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$

如何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#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
处工作人员黄振宇说+)如果用工单
位发放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#劳
动者可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举报投诉#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将依法
对用工单位进行处理$ *

对此# 专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$

王璞说#劳动者举报后#行政部门才
去查处#非常被动#效果也不理想$他
说

*

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后#关键在于
落实保障和监督#使企业和职工都处
在良性发展的环境当中#希望相关政
府部门制定完善的保障措施#真正将
最低工资标准落到实处$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%税务%工商等部门应该联
合起来#主动检查#主动督查#才能有
效地保障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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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"围绕反腐倡廉教育制度%监督
制度% 预防制度和惩治制度等四
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# 完善廉政
风险预警机制% 权力运行监控机
制%政务公开透明机制%责任追究
机制及案件查处通报机制等六个
方面的工作机制# 形成一套较为
完备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$

(

月
,

日下午#省政府法制办召开)反腐
倡廉制度建设年*活动动员大会#

对)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*活动进
行了动员和部署$

省政府法制办主任余兴成
说 #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党中
央的战略部署 # 是反腐败斗争
的历史选择 # 是反腐倡廉建设
的现实需要 # 也是省政府法制
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和落实党
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际步骤
和重要载体 $ 要切实抓好反腐
倡廉制度建设 # 必须不断提高
制度执行力 #必须树立 )制度面
前没有特权 % 制度约束没有例
外*的意识$

)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 *活

动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
体系为重点#以制约和监督权力
为核心#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
手 #以监督检查为手段 #建立健
全符合实际的科学完善的反腐
倡廉制度体系#加快推进法制办
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步伐$通过
活动# 使制度意识进一步增强#

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#制度的执
行力进一步提高#制度的监督机
制进一步健全#反腐倡廉建设的
各项工作整体推进#法制办各项
工作得到全面促进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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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各城镇均可送药上门 药到付款
研发背景!由全球医学最高奖,,,诺贝尔

医学奖获得者丹尼科恩教授领导的丹麦 %美
国%英国等六国骨病攻关小组和我国最权威的
中国国际骨病病理研究总院强强联手#专门针
对)股骨头坏死再生*课题进行攻关#终于获得
全新突破# 成功研制出既能激活死骨死腔#又
能促进新骨再生的最新一代绿色特效药,,,

诺和#焕骨素$

$诺和%焕骨素&已成功治疗国内外数十万
患者#特殊疗效主要为+

!"

迅速分离%溶解致病
祸根)微血栓因子*#有效加强周围组织的血氧
供应#活化骨组织&

#"

快速清除血液中的淤积和
毒素#增强活骨细胞吞噬病骨细胞能力#迅速
逆转肿胀%疼痛%跛行%活动受限等症&

$"

有效激
活缺血的骨骼细胞#促进骨骼的再次生长&

%"

全
面修复%滋养因长期服用其他药物而受损的组

织器官&

&"

费用少#疗程短#无论病史长短#一般
$-#

天明显见效#

,-$

个疗程可康复停药$

特别提示!$诺和%焕骨素& 已被确认为治
疗股骨头坏死首选绿色药- )救助千万股骨头
坏死患者康复工程*全面启动- 活动期间药费
优惠

$%.

#并实行买
,

赠
!

#买
$

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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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免费治
疗金卡!活动截止到

(

月
!(

日"$

郑重承诺! 服药
!$

天无明显疗效可原款
退回#

!$

年内偶有复发凭金卡可免费治疗直至
康复$

专家热线!

中国地区技术指导及诊疗机构!中国国际骨病病

理研究总院'北京市昌平区昌平科技园
''

号(

官方网站
( )))"!#*+,--."+/0

并可网上订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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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平顶山讯 !记者 陈亚洲 通讯

员 王洪哲 " 平顶山市石龙区法院积极
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#对每一起涉及侵害
煤矿安全生产和设施的犯罪案件在量
刑幅度内从重从快处罚 &同时 #选择典
型案件在案发地巡回审判 # 努力做到
)处理一案#教育一片*$

,

年来#该院共
审理 % 判决涉矿刑事案件

,$

件
$(

人 #

全部罪犯都作有罪处理#无一判缓$

同时 #该院延伸审判职能 #确保煤
矿安全生产#取得了良好效果$

,

年来#

该区煤矿实现了安全生产
!%%%

天 #刑
事案件发案率下降了

,

个百分点 #矛盾
纠纷化解率达

/#.

$ 同时 #针对辖区小
煤矿兼并重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法律
难题#该院派出

,

名业务精通的民商事
法官组成法律咨询组 #免费为煤矿兼并
重组提供法律服务$

本报讯 改造的道路艰辛而漫长 #

和人生的道路一样 # 充满了坎坷与挫
折 $ 服刑人员在监狱改造一段时间之
后#短则三五年#长则七八年 #都会出现
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期 #很多服刑人员
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 $

可以说 #这个时间段是服刑人员最艰苦
的一段改造生涯 #改造中的痛苦主要集
中在这个时间段之内$

那么 #如何对待改造中的 )艰苦时
期 *# 又如何去正确面对并顺利度过这
段时间呢 . 省平原监狱警官表示 #没有
别的办法 # 服刑人员只能通过自我调
节 #摆正心态 #以积极的改造态度和以
苦为乐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改造 #才
能成功度过改造中最艰苦的时间段 #最
终获得新生$

服刑改造之所以会出现这段 )艰苦
时期 *# 其根源就在于服刑人员存在惰
性和侥幸心理$ 很多服刑人员在监狱服
刑几年之后 #认为对监狱的环境已经熟
悉#对各项制度也有了明确的了解和认
识#加之长时间紧张有序的改造生活已
经使很多人产生了厌倦和懈怠的情绪 #

很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#出现违规现
象$殊不知#改造路上无驿站$从入狱的
那一天起 #服刑人员就必须时刻绷紧尊
规守纪这根弦 #直到重获新生走出监狱
大门的那一天 #都不能有所松懈 #更不
能去触碰监规狱纪这道高压线$ 一旦违
规#就要受到处理 #受到处理 #就体会到
改造中的)苦 *$ 因此 #服刑人员必须坚
持不懈地努力改造 #以苦为乐 #才能早
日迎来新生的曙光$ '陈俊峰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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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是医疗主管单位审批的正规医疗机构#在上级有关
单位的领导与支持下#本院重点从事皮肤顽癣的中医药开发
研究与临床治疗工作#我院科研攻关专家组凭自身的中医学
理论与丰富的临床经验# 充分发挥祖国中医药宝典之精华$

该药以防%治%调%养相结合#辨证施治#是祛风止痒%扶正固
本%凉血养血%清热解毒%调节免疫%深层护理的中药制剂治
疗皮肤顽癣并抑制复发的最新药物$ 无论患病时间长短#病
情多重#服药

#

至
!%

天达到明显效果#一般
,

至
'

个疗程即
可康复#真正达到)一次攻克#永不复发*#解决了西药%激素类
药物毒副作用大#治标不治本#多次治疗多次复发的医学难题$

为让您切身体验神奇疗效#患者本人带有效证件来院诊
断后#针对病情可免费取药先治疗#病好不复发再付药费$路
远不便来院者#可来信%来电!或发手机短信"说明详细地址%

姓名%年龄%病情等#即可免费送药到家#药物对症后再联系
治疗#病好不复发再付款$

联系电话+

%,!!-(#&!"!"% !$(%,!!#!"%

!可发短信"

通信地址+河北石家庄市中山西路
"%"

号!河北军分区
军部医院" 邮编+

%$%%$!

张风云!收"

网址+

00012345617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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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郭跃华 "昨日 #郑州市政
府法制办将 '市委办公厅市政
府办公厅关于落实 )两个不允
许 # 提高行政执法效能的意
见 *(% '郑州市协同和联合行
政执法试行办法 (和 '郑州市
行政执法机构绩效考核试行
办法 (三个文件 #面向社会公
开征求意见 $ 如果您有话要
说 # 请于

"%!%

年
(

月
!!

日

!#

+

%%

前反馈到郑州市人民政
府法制办公室$

传真!

%,#!-&#''&&(%

&

电子信箱+
:;2<=4>?@!&,1789

&

联系电话!

&#!(%$/"

&

通信地址!郑州市中原西路
",,

号市政府法制办监督处$

您还可登录郑州市政府网
站 !

ABB5C++0001;AD4E;A8?1E8F1

74

"了解详情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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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&活动动员大会现场


